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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贾园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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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029,618,570.73 4,577,226,290.13 4,577,226,290.13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82,963,744.31 2,499,863,271.97 2,499,863,271.97 -4.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432,553.

22 

642,595,81

2.93 

642,595,81

2.93 
-98.84% 

13,081,064

.68 

704,703,36

1.43 

708,022,7

20.80 
-9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2,601,20

9.58 

172,529,03

4.66 

172,529,03

4.66 
-130.49% 

-116,899,5

27.66 

116,925,85

7.08 

126,558,2

85.14 
-19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3,292,58

4.78 

172,307,15

7.80 

172,307,15

7.80 
-130.93% 

-119,876,3

38.28 

118,628,39

1.16 

128,260,8

19.22 
-19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0,419,493

.12 

145,183,73

1.56 

145,183,73

1.56 
-65.27% 

-130,546,9

54.70 

-561,207,1

21.38 

-561,207,1

21.38 
76.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5 0.2410 0.2410 -130.50% -0.1633 0.1633 0.1768 -192.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5 0.2410 0.2410 -130.50% -0.1633 0.1633 0.1768 -192.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3.43% 3.56% -5.74% -4.79% 2.28% 2.56% -7.3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现的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

溯调整。公司在 2019 年度对子公司进行的内部审计及资产清查中，通过对 2019 年期初余额涉及的有关往来账户、存货及现

有影视项目的合同等资料全面清查、核实，并与相关业务客户、合作方的核对，发现在 2018 年度存在对在制剧投资收益权

转让确认收入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定；对通过自查自纠共计补缴以前年度税款计入 2019 年度损

益的处理、对 2018 年职工薪酬年奖金及 2018 年 12 月社保费用在支付时计入 2019 年度损益的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涉

及 2018 年年度、2019 年第一季度、2019 年半年度及 2019 年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具体会计处理如下：追溯调整子公司

相关业务收入、成本等科目在财务报表的列报，将收入、成本等科目准确的反映在 2018 年年度、2019 年第一季度、2019

年半年度及 2019 年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该追溯调整影响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包括应收账款、存货、递延所得税

资产、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应付职工薪酬、未分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所得税费用等（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0）第 010178 号），并就上述事项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01,729.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34,585.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500.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3,850.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53.27  

合计 2,976,810.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7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0% 111,649,909 0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青岛西海岸控股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7% 77,850,919 0   

中国华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5% 54,036,681 0 

质押 52,066,960 

冻结 54,036,681 

西藏金宝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4% 38,923,434 0 

质押 29,386,000 

冻结 29,386,000 

新疆嘉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 30,831,695 0 质押 12,540,000 

西藏九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9,578,570 0   

石河子无极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8,655,012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泰达宏

利价值优化型成

长类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4,940,6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7% 4,768,843 0   

陈伟生 境内自然人 0.66% 4,742,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1,64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11,649,909 

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77,850,919 人民币普通股 77,850,919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036,681 人民币普通股 54,036,681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8,923,434 人民币普通股 38,923,434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831,695 人民币普通股 30,831,695 

西藏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578,570 人民币普通股 9,578,570 

石河子无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55,012 人民币普通股 8,655,0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宏利

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94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0,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68,843 人民币普通股 4,76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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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生 4,7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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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081,064.68 708,022,720.80 -98.15% 受疫情影响，本报告期电

影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

减少 

营业成本              2,072,195.38          419,138,307.72 -99.51% 本报告期电影收入下降，

相应成本减少 

销售费用              2,384,076.80              4,619,997.15 -48.40% 受疫情影响，本报告期影

视剧开发项目减少，销售

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            88,673,636.36 120,278,163.65 

 

-26.28% 风景区经营管理权移交

后无景区管理费用影响 

财务费用            35,567,781.20              8,395,069.16 323.67% 本报告期银行贷款增加，

财务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0,546,954.70          -561,207,121.38          76.74% 本报告期影视项目投入

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7,118,949.10 -298,200,658.39 -46.59%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投

资活动现金流量减少主

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有支

付收购东方山水投资款

及厦门北文基金认缴出

资额共4.61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5,549,373.66 305,611,762.31 49.06% 本报告期银行借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12,116,530.14 -553,796,017.46 79.75% 上述现金流量各项影响

结果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力控股股份变动的情况 

（一）华力控股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5日在“公拍网”（www.gpai.net）司法拍卖平台上

对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控股”）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473,628股（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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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的7.61%）分2笔进行网络拍卖。经公开竞价，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海岸控股”）以最高应价竞

得上述股份共计54,473,628股。截至目前，上述股份54,473,628股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被划转至西海岸控股名下（详见2020

年7月23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10时至2020年10月11日10时止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华力控股持有的公司股票196.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本

次拍卖已流拍（详见2020年10月13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9）。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华力控股筹划股份协议转让的情况 

华力控股与北京市文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投资”）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华力控股拟向文科投资牵

头搭建的投资并购平台或指定的第三方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108,510,3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具体转让价格

待收购方完成尽职调查工作后，由各方友好协商后通过签署协议确定；根据《合作意向协议》约定，协议签署后六个月内无

法就标的股份收购事宜签署正式收购协议的，可变更或解除该协议（详见2020年2月12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第一大股东签

署<合作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华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54,03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累计质押股份9,666,96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35%；累计被冻结股份54,03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 

二、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股股份变动的情况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宝藏”）因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部分公司股份涉及违约，于2020年7月6日至2020年7月14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3,614,2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0%（详见2020年7月23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1） 

2、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动减持及减持计划预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3），西藏金宝藏于2020年8月6日至8月10日被动减持公司股份2,285,772股，并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约600万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西藏金宝藏持有公司股份37,855,0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持股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高览投资基金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5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北京高览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关于参与

认购北京文化投资基金》的议案。为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优势，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

的步伐，同意公司与北京高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览投资”）共同出资1,000万人民币设立北京高览文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览文化”），其中公司持股30%，高览投资持股70%。 

为了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步伐，寻找新的投资标的，高览文化决定发起设立北京高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高览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商业模式、稳定的盈利能力、稳健的财务状况和优秀的管理层团队等

优良品质的高成长性目标公司，以获得基金资本的增值，并最终实现全体合伙人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出资8,000万元参与认

购高览投资基金（详见2015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5） 

（二）进展情况 

1、2018年5月，公司与高览文化和高览投资基金共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延长至2020年5月31日，

并重新约定了投资收入分配及亏损分担条款。 

2、2020年5月，公司与普通合伙人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协商退伙事宜，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方面影响，各项工

作滞后。经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同意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延长3个月至2020年8月31日，并尽快按照合

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完成退伙工作。 

3、2020年10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投资基金的议案》，鉴于高览投

资基金合伙期限届满，同意清算并注销高览投资基金。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对外披露公告。 

四、关于重庆凯晟北文基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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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8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深圳市凯晟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晟信诚”）、关联方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同设立重庆凯晟北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凯晟信诚为基金管理人。重庆凯晟北文基金计

划总规模为7.07亿元，公司认缴出资额5,000万元（详见2017年9月1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重庆凯晟北文基金于2017年11月完成工商注册备案手续，于2018年11月取得《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Y2558）。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产业基金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基金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与各合伙人签署《<重庆凯晟北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之补充协议》，同意重庆凯晟北文基金总认缴规模由7.07亿元变更至27.01亿元，公司认缴出资额由5,000万元增加至40,000

万元，济南斌德如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35,000万元。各合伙人根据本

次增资事宜拟定新的合伙协议（详见2019年5月6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向产业基金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2）。 

3、受地方监管政策的影响，重庆凯晟北文基金工商变更备案工作近期内无法完成，严重影响基金后续投资工作。为保

护各投资人利益、加快推进投资业务，凯晟信诚拟将基金整体迁移至合适的省市区落地开展业务。经凯晟信诚管理团队对全

国各地区设立私募基金政策的梳理和对比，建议在厦门市设立新的产业基金，并将重庆凯晟北文基金出资人、相关人员、业

务一并转移至新的产业基金，同时将重庆凯晟北文基金各合伙人的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进行返还和分配。为保护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利益，公司经审慎考虑，与各合伙人一致决议通过，同意暂停重庆凯晟北文基金投资业务，并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

成向各合伙人返还投资本金和收益分配（详见2019年8月24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重庆凯晟北文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79）。 

4、2020年8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并注销产业基金的议案》，受地方监管政

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等影响，重庆凯晟北文基金投资业务已转移到厦门北文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目前该基金投资业务已暂停，公司已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收回投资本金。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

经与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并注销基金（详见2020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终止并注销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公司将会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对外进行披露公告。  

五、影视项目进展情况 

（一）电影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度 

《我和我的家乡》 2020.05 2020.10.01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总导演：宁浩 

总监制：张艺谋 

总策划：张一白 

导演：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

魔、邓超&俞白眉 

已上映 

《金刚川》  2020.10.23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管虎、郭帆、路阳 

主演：张译、吴京、邓超、李九霄等 

已上映 

《东极岛》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总导演：管虎 

导演：王竞 

筹备中 

《你好，李焕英》 2019.09  2021.2.12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贾玲 

主演：贾玲、沈腾、陈赫、张小斐 

后期制作 

《沐浴之王》 2019.11 2020.12.1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易小星 

主演：彭昱畅、乔杉 

后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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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局》 2018.1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陆川 

主演：王俊凯、苗苗、赵立新 

后期制作 

《来都来了》 2019.05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刘奋斗 

监制：张一白 

主演：廖凡、范伟、乔杉、佟丽娅、黄璐、

杜江 

后期制作 

《雄狮少年》 202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孙海鹏 

编剧：里则林 

制作中 

《热带往事》 2018.07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温世培 

监制：宁浩 

主演：彭于晏、张艾嘉 

后期制作 

《让我留在你身边》 2020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监制：张一白 

导演：宋晓飞 

编剧：张嘉佳 

筹备中 

《岁月忽已暮》 2016.04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秦小珍 

监制：张嘉辉 

主演：张子枫、姜潮、宋威龙 

后期制作 

《封神三部曲》 2018.09 2020-2022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编剧：冉平、冉甲男、乌尔善 

后期制作 

《琴操》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大漠行》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封神演义：龙之战》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筹备中 

《白蛇前传之封魔

录》 

2019.10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关尔 

制片人：于晖 

主演：苗夕伦、郭雨婷、栾添、唐颂 

后期制作 

《画江湖之不良帅》 202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沙枫 

导演：沙枫、谢宗翰 

艺术总监：田里 

美术指导：韩忠 

造型指导：陈同勋 

摄影指导：杨振宇 

后期制作 

《画江湖之女帝》 2020 2021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编剧：沙枫 

导演：沙枫、谢宗翰 

前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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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总监：田里 

美术指导：韩忠 

造型指导：陈同勋 

摄影指导：杨振宇 

（二）电视剧网剧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度 

《约定期间爱上你》 2019.07 2020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总编剧：田川、霍文达 

总导演：陈世峄 

制片人：张伊、宋宣泽 

主演：任言恺、程小蒙 

已播出 

《北京往事》 2018.08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韩晗 

主演：韩东君 

后期制作 

《观复猫》 2019.02 2020 待定 投资、宣发 待定 制作中 

《修罗道》 2020 2020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纸月亮工作室（吴雨时） 

策划：何瑞睿 

剧本开发中 

《爱归来》 2016.03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王梦继 

编剧：张晓芸、李慧善[韩] 

主演：权相佑、李念、王耀庆 

后期制作 

《倩女幽魂》 2018.10 2020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编剧：阮继志、祝明 

主演：郑爽等 

发行中 

《大宋宫词》 2018.06 2020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编剧：张永琛及其团队 

导演：李少红 

主演：刘涛、周渝民等 

发行中 

《剑侠情缘》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 制片人：黄晔奇 

编剧：陆寒凝、王一超 

前期开发 

《我们的西南联大》 2019.08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高翊浚 

编剧：周宇、张婵娟 

艺术总监：黄建新 

主演：王鹤棣 

后期制作 

《好好说话》 2019.9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杨栋 

艺术总监/编剧：郝戎 

主演：陈晓、王晓晨、倪大红 

后期制作 

《东极岛》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 待定 前期开发 

《极品一家人》 2016.03 待定 取得发行 摩登视界投 导演：孙皓 发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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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资 编剧：赵犇、黄苇、平平、沈嵘 

注：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20年度的盈利预测，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

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华力控股股

份变动的情况 

2020 年 07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007332&announcementTime=2020-07-06

%2011:45 

2020 年 07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023715&announcementTime=2020-07-11 

2020 年 07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059107&announcementTime=2020-07-23 

2020 年 10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521584&announcementTime=2020-10-09 

2020 年 10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538450&announcementTime=2020-10-13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

被动减持的情况 

2020 年 07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023700&announcementTime=2020-07-11 

2020 年 07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059109&announcementTime=2020-07-23 

2020 年 08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153708&announcementTime=2020-08-12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重庆凯晟北文基金的

情况 
2020 年 08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8

196115&announcementTime=20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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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52号文核准，公司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324,459,895股股票，发行价格8.92元/股，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894,182,263.40元，扣除发行费用29,024,805.24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2,865,157,458.16元。截止2016年3月15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喜验字（2016）第0100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具体情况如下： 

甲方 乙方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金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 8025100000001112 300,000,000.00 对全资子公司艾美投资进行增资 

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 8025100000001128 465,240,440.77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包商银行北京分行望京支行 600084502 750,000,000.00 收购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100%股份 

公司 包商银行北京分行望京支行 600078674 1,350,000,000.00 收购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 

因“收购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100%股份”及“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完成，为了方便财务工作，提

高工作效率，公司于2018年6月注销了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8025100000001128”账户，于2018年7月注销了包商银行望

京支行“600084502”账户。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安全，公司于2019年6月注销了包商银行北

京分行望京支行“600078674”账户，并将账户余额53.15万元全部划转至公司基本户。除支付购买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股权款项20.32万元已转入公司基本户，募投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为了节约办公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公司已于2020

年7月注销了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8025100000001112”账户，并将账户余额0.8万元全部划转至公司基本户，公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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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注销完毕。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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